交通事故重大創傷分類表

※本表為摘錄內容，僅供參考，詳細內容請參閱保單條款

創傷名稱

創傷分類

創傷名稱

顱腦損傷

•嚴重頭皮損傷
•顱腦損傷致成顱內血腫（顱腦損傷致成硬腦膜外血腫、
硬腦膜下血腫或者腦內血腫）
•顱底骨折伴有面或聽神經損傷

腹部損傷

胸部損傷

•胸管損傷
•胸部損傷引起雙側血胸或氣胸，並發生呼吸困難
•胸部損傷致縱膈氣腫，氣管、支氣管破裂
•胸部損傷致心臟損傷、胸部大血管損傷

•胃、腸、膽道系統穿孔、破裂

•肝、脾、胰器官破裂

•腎破裂；尿外滲須手術治療

•膀胱破裂

•子宮或者附屬器穿孔、破裂

•輸尿管損傷致使尿外滲

脊椎和脊髓
損傷

•脊髓實質性損傷影響脊髓功能，如肢體活動功能，大小便嚴
重障礙
•脊椎骨折或脫位，伴有脊髓損傷或多根脊神經損傷

骨盆粉碎性
骨折

•骨盆粉碎性骨折
•指燒燙傷程度為Ⅲ度，且Ⅲ度燒燙傷的面積達到全身體表面
積的20％或20％以上

嚴重Ⅲ度
燒燙傷

投保規則
繳費年期

一年期

專屬的骨折險，
天天全程守護您！

頸部損傷

•頸部損傷引起一側頸動脈，椎動脈血栓形成
•頸部損傷累及臂叢神經，嚴重影響上肢功能，
頸部損傷致氣胸引起呼吸困難
•甲狀腺損傷伴有喉返神經損傷致其功能嚴重障礙

創傷分類

單位：新台幣元

投保年齡

投保金額

最 低

最 高

NPBB ：保費≧2,000元
NPBBR：20萬

未滿15足歲：200萬
15足歲以上：500萬

0∼65歲
續保至75歲之保單年度末

(累計NPBB＋NPBBR＋PBB＋PBBR)

※NPBB：0∼45歲承保職業等級1∼4級；46∼65歲承保職業等級1∼6級：限年繳。

年繳費率表

每萬元保險金額費率 單位：新台幣元

主 約（NPBB）

附 約（NPBBR）

投保年齡

投保年齡

0∼15歲

16∼45歲

46∼65歲

0∼15歲

16∼45歲

46∼65歲

35

44

64

29

36

53

NPBB ：保費隨保險年齡調整，保險年齡0∼15歲者保費為35元，保險年齡16∼45歲者保費為44元，保險年齡46歲以上者保費為64元。
NPBBR：保費隨保險年齡調整，保險年齡0∼15歲者保費為29元，保險年齡16∼45歲者保費為36元，保險年齡46歲以上者保費為53元。

繳費資訊
繳費管道： ■ 金融機構自動轉帳

■ 南山人壽聯名卡/信用卡

繳費折扣： ■ 金融機構自動轉帳：1%折扣

■ 南山人壽聯名卡：1%折扣

■ 自行繳費

南山人壽新意外骨折及特定手術
傷害保險/附約 NPBB/NPBBR
專屬的骨折保險，涵蓋意外骨折、脫臼、內臟或腦損傷手術、意外第一級失能、

※消費者投保前應審慎瞭解本保險商品之承保範圍、除外不保事項及商品風險。
※本簡介僅供參考，詳細內容請參閱保單條款之規定；南山人壽保留最終承保與否之權利。

意外身故及特定交通事故重大創傷保障；定額給付保險金，理賠時不需檢附收據

※本商品為保險商品，受保險安定基金保障，並非存款項目，故不受存款保險之保障。

讓您專心休養，安心面對每一天！

※投保後解約或不繼續繳費可能不利消費者，請慎選符合需求之保險商品。
※參照保險法第107條之1第1項及第135條規定，訂立人壽保險及傷害保險契約時，以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為被保險人，其身故保險金部分（不論其給
付名目）均變更為「喪葬費用保險金」，並依契(附)約有關「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約定辦理。
※消費者於購買前，應詳閱各種銷售文件內容，本商品NPBB/NPBBR之預定附加費用率最高57%/61.7%，最低35.2%/35.4%；如要詳細了解其他相關資訊，
請洽本公司業務員、服務據點（免付費電話：0800-020-060）或網站（網址：<http://www.nanshanlife.com.tw>），以保障您的權益。

意外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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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山人壽財務及業務等公開資訊，歡迎至南山人壽企業網站<http://www.nanshanlife.com.tw>
查詢，或電洽南山人壽電話客服中心：0800-020-060詢問，或至南山人壽各分支機構洽詢。

範例說明【投保南山人壽新意外骨折及特定手術傷害保險，保險金額100萬元為例】※各項給付條件之詳細內容，請參閱保單條款之規定。

商品特色

1

林先生開車上班途中發生重大車禍，胸部經過猛烈撞擊，

2
3

引起雙側血胸並發生呼吸困難，緊急送醫並施行胸腔切開

NPBB/NPBBR

單位：新台幣元

張先生搭乘火車途中，發生重大交通事故，顱腦損傷致成
顱內血腫，緊急送醫搶救，住院治療7天後，仍不幸身故……

術，住院治療20天……

1. 專屬的骨折保險，依骨折部位及傷害程度不同，提供定額意外骨折
保險金
2. 定額給付保險金，理賠時不需檢附收據，與全民健保給付不相牴觸
3. 提供特定交通事故重大創傷保險金，讓您出門在外更安心

可申請保險金，讓林先生安心養病

4. 只要承保，不分職業等級，同一費率，日後不隨職業變動調整保費
〈續約時本公司得按照當時主管機關核可之費率調整保費〉

5. 給付內容多樣化，主附約可依個人需求彈性搭配
3

給付項目

意外骨折保險金 (註1)
(同一意外傷害事故僅給付1次)

特定交通事故重大創傷保險金(註2)
(同一交通事故僅給付1次；同一保險期間內以1次為限)

意外內臟或腦損傷手術保險金
(同一意外傷害事故僅給付1次)

意外脫臼切開手術保險金(註3)

特定交通事故重大創傷保險金

意外內臟或腦損傷手術保險金25萬元

意外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100萬元

陳同學搭公車時發生車禍事故，造成髖關節脫臼，緊急送醫

意外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註4)

趙媽媽外出辦事遇到雷陣雨，在路上不小心滑倒，造成大
腿骨頸開放性骨折，緊急送醫治療……

提供內容

給付金額

保險金額 × 0.5%∼35%

5,000元∼35萬

保險金額 × 50%

50萬

保險金額 × 25%

25萬

可申請保險金，讓陳同學安心接受治療

可申請保險金，讓趙媽媽安心接受最好的治療

意外骨折保險金35萬元

意外脫臼切開手術保險金15萬元

人體關節骨骼圖
保險金額 × 5%∼15%

保險金額 × 100%

保險金額 × 100%

頭蓋骨 30%

5萬∼15萬

100萬

100萬

註1：被保險人因遭受意外傷害事故致成保單條款「骨折別表」所列骨折項目之一，並經合法成立之醫院、診所診斷者，本公司依條款約定給付本項保險金；同一意外傷害事故蒙受
二項以上骨折時，僅給付一項較高百分比之意外骨折保險金
註2：被保險人駕駛或搭乘汽車(不包括機車)或以乘客身份搭乘陸上公共運輸工具所致之重大創傷；其傷害程度符合保單條款附表三所列重大創傷程度之一且於醫院接受住院治療日
數連續達5日(含)以上且仍生存者。
註3：同一意外傷害事故致成二項以上脫臼且實際施行二項以上切開術之療者，僅給付一項較高百分比之意外脫臼切開手術保險金。
註4：被保險人實際年齡滿15足歲前，無意外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之給付;被保險人實際年齡滿15足歲(含)之後，以保險金額X100%給付。
※若因同一意外傷害事故，「意外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或「意外第一級失能保險金」之給付須扣除已給付之「意外骨折保險金」、「意外內臟或腦損傷手術保險金」、
「意外脫臼切開手術保險金」。
※給付「意外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意外第一級失能保險金」後，本契約效力即行終止。

南山人壽新意外骨折及特定手術傷害保險 (NPBB)
南山人壽新意外骨折及特定手術傷害保險附約 (NPBBR)
給付項目：意外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意外第一級失能保險金、意外骨折保險金、特定交通事故重大創傷保險金、
意外內臟或腦損傷手術保險金、意外脫臼切開手術保險金
＜被保險人實際年齡滿十五足歲前，無意外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之給付＞
NPBB ： 中華民國106年1月 1 日(106)南壽研字第008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109年1月 1 日依中華民國108年4月9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號函及
中華民國108年6月21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20500號函修正
NPBBR ： 中華民國106年1月 1 日(106)南壽研字第009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109年1月 1 日依中華民國108年4月9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號函及
中華民國108年6月13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33330號函及中華民國108年6月21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20500號函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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鼻骨 8 %
鎖骨 10%
肩胛骨 20%

意外脫臼切開手術保險金給付比例

意外第一級失能保險金

4
3

單位：新台幣元

意外骨折保險金給付比例

(同一意外傷害事故僅給付1次)

50萬元

特定交通事故重大創傷保險金50萬元

施行意外脫臼切開術治療，住院治療10天……

給付項目【保險金額100萬為例】※各項給付條件之詳細內容，請參閱保單條款之規定。

可申請保險金，減輕張先生家人生活負擔

頷關節 5 %
肩關節 10%

臂骨 25%
肘關節 10%

指骨 2 %

腕關節 5 %

大腿骨頸 35%
股骨 30%

髖關節 15%

膝蓋骨 15%

膝關節 15%

腓骨 25%

(膝蓋骨除外)

脛骨 25%
踝骨 25%
蹠骨 8 %

足踝關節 10%

※「意外骨折保險金」及「意外脫臼切開手術保險金」係按保險金額乘以保單條款所列之百分比給付該項保險金。
※本圖僅為摘錄內容，詳細內容請參閱保單條款規定；本圖之關節及骨骼位置僅供參考，理賠時仍應依醫師診斷書辦理。
※本圖之意外骨折保險金給付比例係指開放性骨折；如係閉鎖性骨折並施行見血復位術者，按骨折別表所定標準之75%給付，倘若閉鎖性骨折但未施行見血復位術者，僅依所定標準之25%給付之。
※脛骨及腓骨同時骨折者，其意外骨折保險金給付比例為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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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說明【投保南山人壽新意外骨折及特定手術傷害保險，保險金額100萬元為例】※各項給付條件之詳細內容，請參閱保單條款之規定。

商品特色

1

林先生開車上班途中發生重大車禍，胸部經過猛烈撞擊，

2
3

引起雙側血胸並發生呼吸困難，緊急送醫並施行胸腔切開

NPBB/NPBBR

單位：新台幣元

張先生搭乘火車途中，發生重大交通事故，顱腦損傷致成
顱內血腫，緊急送醫搶救，住院治療7天後，仍不幸身故……

術，住院治療20天……

1. 專屬的骨折保險，依骨折部位及傷害程度不同，提供定額意外骨折
保險金
2. 定額給付保險金，理賠時不需檢附收據，與全民健保給付不相牴觸
3. 提供特定交通事故重大創傷保險金，讓您出門在外更安心

可申請保險金，讓林先生安心養病

4. 只要承保，不分職業等級，同一費率，日後不隨職業變動調整保費
〈續約時本公司得按照當時主管機關核可之費率調整保費〉

5. 給付內容多樣化，主附約可依個人需求彈性搭配
3

給付項目

意外骨折保險金 (註1)
(同一意外傷害事故僅給付1次)

特定交通事故重大創傷保險金(註2)
(同一交通事故僅給付1次；同一保險期間內以1次為限)

意外內臟或腦損傷手術保險金
(同一意外傷害事故僅給付1次)

意外脫臼切開手術保險金(註3)

特定交通事故重大創傷保險金

意外內臟或腦損傷手術保險金25萬元

意外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100萬元

陳同學搭公車時發生車禍事故，造成髖關節脫臼，緊急送醫

意外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註4)

趙媽媽外出辦事遇到雷陣雨，在路上不小心滑倒，造成大
腿骨頸開放性骨折，緊急送醫治療……

提供內容

給付金額

保險金額 × 0.5%∼35%

5,000元∼35萬

保險金額 × 50%

50萬

保險金額 × 25%

25萬

可申請保險金，讓陳同學安心接受治療

可申請保險金，讓趙媽媽安心接受最好的治療

意外骨折保險金35萬元

意外脫臼切開手術保險金15萬元

人體關節骨骼圖
保險金額 × 5%∼15%

保險金額 × 100%

保險金額 × 100%

頭蓋骨 30%

5萬∼15萬

100萬

100萬

註1：被保險人因遭受意外傷害事故致成保單條款「骨折別表」所列骨折項目之一，並經合法成立之醫院、診所診斷者，本公司依條款約定給付本項保險金；同一意外傷害事故蒙受
二項以上骨折時，僅給付一項較高百分比之意外骨折保險金
註2：被保險人駕駛或搭乘汽車(不包括機車)或以乘客身份搭乘陸上公共運輸工具所致之重大創傷；其傷害程度符合保單條款附表三所列重大創傷程度之一且於醫院接受住院治療日
數連續達5日(含)以上且仍生存者。
註3：同一意外傷害事故致成二項以上脫臼且實際施行二項以上切開術之療者，僅給付一項較高百分比之意外脫臼切開手術保險金。
註4：被保險人實際年齡滿15足歲前，無意外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之給付;被保險人實際年齡滿15足歲(含)之後，以保險金額X100%給付。
※若因同一意外傷害事故，「意外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或「意外第一級失能保險金」之給付須扣除已給付之「意外骨折保險金」、「意外內臟或腦損傷手術保險金」、
「意外脫臼切開手術保險金」。
※給付「意外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意外第一級失能保險金」後，本契約效力即行終止。

南山人壽新意外骨折及特定手術傷害保險 (NPBB)
南山人壽新意外骨折及特定手術傷害保險附約 (NPBBR)
給付項目：意外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意外第一級失能保險金、意外骨折保險金、特定交通事故重大創傷保險金、
意外內臟或腦損傷手術保險金、意外脫臼切開手術保險金
＜被保險人實際年齡滿十五足歲前，無意外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之給付＞
NPBB ： 中華民國106年1月 1 日(106)南壽研字第008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109年1月 1 日依中華民國108年4月9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號函及
中華民國108年6月21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20500號函修正
NPBBR ： 中華民國106年1月 1 日(106)南壽研字第009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109年1月 1 日依中華民國108年4月9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04941號函及
中華民國108年6月13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33330號函及中華民國108年6月21日金管保壽字第10804920500號函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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鼻骨 8 %
鎖骨 10%
肩胛骨 20%

意外脫臼切開手術保險金給付比例

意外第一級失能保險金

4
3

單位：新台幣元

意外骨折保險金給付比例

(同一意外傷害事故僅給付1次)

50萬元

特定交通事故重大創傷保險金50萬元

施行意外脫臼切開術治療，住院治療10天……

給付項目【保險金額100萬為例】※各項給付條件之詳細內容，請參閱保單條款之規定。

可申請保險金，減輕張先生家人生活負擔

頷關節 5 %
肩關節 10%

臂骨 25%
肘關節 10%

指骨 2 %

腕關節 5 %

大腿骨頸 35%
股骨 30%

髖關節 15%

膝蓋骨 15%

膝關節 15%

腓骨 25%

(膝蓋骨除外)

脛骨 25%
踝骨 25%
蹠骨 8 %

足踝關節 10%

※「意外骨折保險金」及「意外脫臼切開手術保險金」係按保險金額乘以保單條款所列之百分比給付該項保險金。
※本圖僅為摘錄內容，詳細內容請參閱保單條款規定；本圖之關節及骨骼位置僅供參考，理賠時仍應依醫師診斷書辦理。
※本圖之意外骨折保險金給付比例係指開放性骨折；如係閉鎖性骨折並施行見血復位術者，按骨折別表所定標準之75%給付，倘若閉鎖性骨折但未施行見血復位術者，僅依所定標準之25%給付之。
※脛骨及腓骨同時骨折者，其意外骨折保險金給付比例為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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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事故重大創傷分類表

※本表為摘錄內容，僅供參考，詳細內容請參閱保單條款

創傷名稱

創傷分類

創傷名稱

顱腦損傷

•嚴重頭皮損傷
•顱腦損傷致成顱內血腫（顱腦損傷致成硬腦膜外血腫、
硬腦膜下血腫或者腦內血腫）
•顱底骨折伴有面或聽神經損傷

腹部損傷

胸部損傷

•胸管損傷
•胸部損傷引起雙側血胸或氣胸，並發生呼吸困難
•胸部損傷致縱膈氣腫，氣管、支氣管破裂
•胸部損傷致心臟損傷、胸部大血管損傷

•胃、腸、膽道系統穿孔、破裂

•肝、脾、胰器官破裂

•腎破裂；尿外滲須手術治療

•膀胱破裂

•子宮或者附屬器穿孔、破裂

•輸尿管損傷致使尿外滲

脊椎和脊髓
損傷

•脊髓實質性損傷影響脊髓功能，如肢體活動功能，大小便嚴
重障礙
•脊椎骨折或脫位，伴有脊髓損傷或多根脊神經損傷

骨盆粉碎性
骨折

•骨盆粉碎性骨折
•指燒燙傷程度為Ⅲ度，且Ⅲ度燒燙傷的面積達到全身體表面
積的20％或20％以上

嚴重Ⅲ度
燒燙傷

投保規則
繳費年期

一年期

專屬的骨折險，
天天全程守護您！

頸部損傷

•頸部損傷引起一側頸動脈，椎動脈血栓形成
•頸部損傷累及臂叢神經，嚴重影響上肢功能，
頸部損傷致氣胸引起呼吸困難
•甲狀腺損傷伴有喉返神經損傷致其功能嚴重障礙

創傷分類

單位：新台幣元

投保年齡

投保金額

最 低

最 高

NPBB ：保費≧2,000元
NPBBR：20萬

未滿15足歲：200萬
15足歲以上：500萬

0∼65歲
續保至75歲之保單年度末

(累計NPBB＋NPBBR＋PBB＋PBBR)

※NPBB：0∼45歲承保職業等級1∼4級；46∼65歲承保職業等級1∼6級：限年繳。

年繳費率表

每萬元保險金額費率 單位：新台幣元

主 約（NPBB）

附 約（NPBBR）

投保年齡

投保年齡

0∼15歲

16∼45歲

46∼65歲

0∼15歲

16∼45歲

46∼65歲

35

44

64

29

36

53

NPBB ：保費隨保險年齡調整，保險年齡0∼15歲者保費為35元，保險年齡16∼45歲者保費為44元，保險年齡46歲以上者保費為64元。
NPBBR：保費隨保險年齡調整，保險年齡0∼15歲者保費為29元，保險年齡16∼45歲者保費為36元，保險年齡46歲以上者保費為53元。

繳費資訊
繳費管道： ■ 金融機構自動轉帳

■ 南山人壽聯名卡/信用卡

繳費折扣： ■ 金融機構自動轉帳：1%折扣

■ 南山人壽聯名卡：1%折扣

■ 自行繳費

南山人壽新意外骨折及特定手術
傷害保險/附約 NPBB/NPBBR
專屬的骨折保險，涵蓋意外骨折、脫臼、內臟或腦損傷手術、意外第一級失能、

※消費者投保前應審慎瞭解本保險商品之承保範圍、除外不保事項及商品風險。
※本簡介僅供參考，詳細內容請參閱保單條款之規定；南山人壽保留最終承保與否之權利。

意外身故及特定交通事故重大創傷保障；定額給付保險金，理賠時不需檢附收據

※本商品為保險商品，受保險安定基金保障，並非存款項目，故不受存款保險之保障。

讓您專心休養，安心面對每一天！

※投保後解約或不繼續繳費可能不利消費者，請慎選符合需求之保險商品。
※參照保險法第107條之1第1項及第135條規定，訂立人壽保險及傷害保險契約時，以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為被保險人，其身故保險金部分（不論其給
付名目）均變更為「喪葬費用保險金」，並依契(附)約有關「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約定辦理。
※消費者於購買前，應詳閱各種銷售文件內容，本商品NPBB/NPBBR之預定附加費用率最高57%/61.7%，最低35.2%/35.4%；如要詳細了解其他相關資訊，
請洽本公司業務員、服務據點（免付費電話：0800-020-060）或網站（網址：<http://www.nanshanlife.com.tw>），以保障您的權益。

意外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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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山人壽財務及業務等公開資訊，歡迎至南山人壽企業網站<http://www.nanshanlife.com.tw>
查詢，或電洽南山人壽電話客服中心：0800-020-060詢問，或至南山人壽各分支機構洽詢。

